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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女少年軍是一個國際性的制服組

織，一八九三年首創於愛爾蘭，現分會

遍佈於五大洲七十多個國家。香港基督

女少年軍於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基督教青

年會成立第一分隊，並於一九七七年成

立香港區會，致力推展女少年軍運動。

一九九七年開始成立豐盛組，推廣活動

予年長婦女。本機構分隊分別附屬於基

督教不同宗派的教會、社區中心及學

校，以事奉及培育更多主喜愛的女性。 

初級組(6-7歲) 
中級組(8-9歲) 
高級組(10-11歲)
深資組(12-18歲) 
綽越組(18-22歲) 
豐盛組(55歲或以上)

宗旨

機構簡介格言

幫助少女建立自律、

虔誠與責任感的品格，

體現豐盛生命的真義、

並成為基督的跟隨者。

隊員組別

找尋、事奉及跟隨主

Seek, Serve and Follow Christ.

使命宣言

以基督信仰為基礎，

藉制服團隊的訓練，

培育女性良好品格，

成為領袖，服事人群，

見證基督的愛。

牧師的話
十年時間很快過去，看似不長，但每次
周會活動的過程、導師與學員相交和關
懷的點滴，都是彼此成長、終生難忘的
經歷。在上帝的愛中，祝願GB78分隊
繼續勇敢前行，讓組員們走在不同階段
中都能倚靠上帝，見證主愛。

-郭志芊牧師



GB78分隊十周年感言
GB78分隊十周年感言

導師篇導師篇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比喻要使小
樹成為木料需要很長的時間。而培養

一個人成才則需要更多的時間，是個

長久之計，並且十分不容易。)
 
本年是香港基督女少年軍第七十八分

隊成立十周年，說長不長，還是小

樹。但這棵小樹，已擔當了導師和隊

員們遮風擋雨的角色。

 
導師每週工作忙碌，但每逢週六早上

帶GB便很起勁，遊戲點子及獎章考核
內容馬上到位。團隊建立、生命教

育、藝術課、運動課、烹飪課、手工

藝等等――回望疫情前，還辦過多次
外遊和野外活動，週會內亦安排多種

體驗讓隊員作多方面學習。在週會中

大家都願意互相分享、互相守望，從

而建立了這個大家庭。即使在疫情期

間，我們在網上週會讓隊員輪流分享

詩歌，多作靈修和一起禱告，感恩各

隊員仍然積極參與。

加入分隊已兩年又能達標的隊員們，

已獲導師推薦參與總部的小領袖訓

 

練，當中學習知識更多更

廣，更可認識其他分隊的隊

員作多些交流。訓練讓隊員

有全面的技能去裝備自己，

未來於社會或教會上都能應

用，這是導師對她們的培

育，希望她們能將事工繼續

承傳下去。

 
天父一直帶領著分隊成長，

未來我們這一家還計劃了很

多戶外活動的方向，例如：

到［惜食堂］協助製作飯

盒、獨木舟體驗、參觀室內

水耕種植場、參觀其他聖公

會教堂、遠足行山等等。

感恩隊員當中有些小樹苗已

茁壯成長，快將成為導師，

祝福她們如鷹展翅，在分隊

中作好榜樣，委身帶領中、

高級組隊員，將基督的愛傳

達開去，結出美好的果子

來。

 

https://baike.baidu.hk/item/%E9%95%B7%E4%B9%85%E4%B9%8B%E8%A8%88/2774727


感謝主，讓我有幸能成為

GB78分隊的一員。受到慧珊
的邀請，膽粗粗的成了GB導
師，但我更覺自己是隊員。陪

著分隊隊員一起步操、烹飪、

做手工、參觀、做運動……

這一切都是我不擅長的事。感

謝主使用我成為GB78分隊的
同路人，也感謝隊員對我的包

容和提點。總感覺角色要自己

成為真正的隊員，78 Girls
作我的導師的日子不遠已。願

我們大家繼續跟隨主一起走。

                             -鄺婉儀

不知不覺我已經參加女基軍十年了。

起初，我感到很忐忑，因為我不知道

自己可以為女基軍帶來甚麼，也擔心

集會內容會不會很悶，隊員會不會不

喜歡，諸般想法皆是負面的。後來，

慧心、慧珊、Amy和玲玲鼓勵我，做
自己喜歡的東西便可以，就當把自己

的愛好跟隊員分享。導師們一起討

論、規劃集會和鋪排內容，還邀請了

很多朋友相助，如請阿和帶運動章、

請阿麻與隊員分析性格，了解自我等

等，我們一路同行，即使有些導師中

途下車，仍一直記掛可愛的隊員。

雖然我的角色是導師，但是我也從中

學習了很多，讓我更自信，還讓我明

白路縱使難走，我也不是獨行的。期

盼將來我們能與隊員教學相長，待她

們一一長大，在教會紮根成長，在不

同的崗位發熱發光。或許有一天，她

們成為導師，而我能成為隊員，也許

會很有趣呢！

                                       -劉雅儀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

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

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

子粒來。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鄧玲玲



時光倒流回去2015年左右，當時我跟
中學同學Amy(她亦是GB導師)漫步於
泥圍站單車徑附近的行人路上。當時

我的 "課外活動" 玩得不開心，反正我
有閒暇做其他事，於是Amy邀請我加
入GB成為導師。

導師喎！如何才能成為導師呢？我一

直認為自己的專長(攝影、剪片、寫劇
本等等)好像跟GB搭不上邊。
直到去GB AOC 2016, 我即席編寫劇
本，應該是 “廣播劇” 吧！內容已經忘
記了，但感恩其他分隊的導師給我發

揮創意的機會，也讓我和GB連繫起
來。

 

我作為導師，當覺得自己不

足的時候，唯有積極裝備自

己，所以經常參與總部舉辦

的課程，近年參與的「導師

加油站」包括關於九型人格

的課程、傳福音技巧、芬蘭

木柱及夜遊明陣等等。

我還報名了今年2月的
AOTC (即係進階導師訓練
課程)，即使現正忙於寫電
影劇本，但我會好好安排時

間來完成課程的。希望能在

分隊中貢獻多一點，與隊員

一起成長！

                           -李家恩



在78分隊十年的歲月裡，我有幸參與
其中九年的時光。

九年前受到劉榮佳牧師的鼓勵 參與當
時的分隊。作為準初中生的我，巧合

地在星期六上午時間許可，因此決定

嘗試，看看能否通過試練。

感恩上帝給予機會讓我能加入GB大家
庭。

加入GB成為隊員後，我學會了很多書
本以外的知識，還有靈性上的增長。

當時參與了許多野外活動，由在黃金

沙灘上奔跑，遊覽大澳，東平洲海岸

公園到參與大會操、黑暗中的對話體

驗館等等，GB擴闊了我的視野，教導
我應有的紀律，服事社區，學效基

督。導師們悉心照料我們，不只教導

知識，為我們樹立榜樣，還跟我們拉

近距離，像朋友一樣相處。

參與分隊4年後，感恩受到上帝揀選，
成為了小領袖。2017年接受導師的推
薦而參加了總部的課程，成為分隊的

小領袖。作為分隊中第一位小領袖，

我也感到壓力，但導師和隊員們卻給

了我很多鼓勵和支持，讓我順利通過

實習和考核。漸漸地，分隊也培養了

其他小領袖，令我在分隊也有同伴一

起經歷培訓，互勵互勉。

 

時間飛逝，到了2021年，
接受上主差遣，我成為了一

名實習導師。原本計劃通過

藍徽小領袖實習後才成為實

習導師，但經過種種考慮

後，決定直接報讀導師課

程。當時我未夠年齡報讀，

但感恩上主開路，總部特別

批准我早些開始導師課程和

實習期，順利成為了實習導

師。經歷了制服上的轉變，

我更懂得怎樣從導師身分看

待分隊，照顧隊員，計劃週

會內容，設計遊戲等等。雖

然很多項目都在小領袖時做

過，但作為導師帶整個週會

是第一次！了解到導師的責

任和使命，我更有決心幫助

隊員成為有責任，自律的女

生。培養隊員：希望她們能

親近上主，感受祂的恩典！

                          -羅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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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篇隊員篇

今年我參加GB，發現原來GB
除了每星期會有靈修之外，還

會有各樣不同的活動，比如玩

遊戲、煮食物，聽舊隊員說，

往年還會露營行山，十分有

趣。每星期的靈修也讓我對上

帝有了更多的認識。其中我最

喜歡的一個活動就是九月開學

時的一個「派對」。導師們一

起做了一個接力賽的遊戲，讓

我們分組一起玩，為開學加

油，我還成為了第一名呢。

GB除了讓我們對上帝有更加深
的認識，還會從各種各樣的活

動裡讓我們對GB更有歸屬感。
2022年時GB 78分隊的十週
年，希望未來的十年GB能讓更
多人認識，有更多人加入。

                            -Helen

 

參加女基軍一年有多，我感到

頗開心，因為不但可以玩遊

戲，還學習做手工，如製作蠟

燭，在蠟燭上裝飾很多乾花和

石頭，又如做杯子蛋糕，學習

耐心等待。

我希望將來集會可以繼續學不

同的東西，如果我學會做香蕉

蛋糕，我會在上面擠滿忌廉，

然後和朋友分享。

                                -許悅



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在GB 8年
了，沒想到自己堅持那麼久。由當

初懵懵懂懂加入GB，到現在離不
開這個家庭﹔由當初是一個被大家

照顧的角色，到現在成為一個小領

袖，照顧年幼隊員﹔從金徽到紅

徽，紅徽到綠徽，下年就藍徽，責

任也不一樣了。在每個小領袖訓練

中，認識不少新夥伴，我們透過

GB連繫在一起。

中間雖然經歷疫情，但並沒有分隔

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仍能透過網

上進行周會。雖然我們分隊成員不

算多，但每人都有不同特色，獨一

無二。正因每人的獨特，才能互補

不足，以合一的心組成一個團隊。

願GB78分隊能繼續承傳下去，未
來有更多個十年，培育更多女孩在

GB成長，實踐G.B.格言「找尋、
事奉及跟隨主」。

                                   -李詠然

 

轉眼過去，我已經參加了GB
六年了。我很欣喜這裡有一

隊導師細心教導我，也有一

班隊員跟我做朋友。一開始

我參加是希望可以體驗到不

同的活動，而在過程中我得

到了人生重要的成長歷程。

由普通週會做手工到能夠到

總部參加小領袖課程，我不

僅學習到了許多技能，也更

加認識自己在信仰中跟上帝

的關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

在GB的心理歷程，是我在這
當中最珍重的。

                            -Coco



b

參加GB 都有三年多了，在這裏參
加了很多活動，嘗試了不同挑戰和

認識了很多朋友。

最難忘的是上年參加了金徽小領

袖。我在小領袖課程裏學了很多新

的東西，例如認識到GB的背景、
升旗、講Fall-in 口號、帶遊戲和
詩歌。

經過這些考核，我覺得我個人的自

信心增強了很多。在課程中很開心

能認識很多新朋友，令我深入認識

了GB，和接觸了很多新的東西。
而且很難忘的就是這個camp令到
我建立了自律和責任感。

我非常感恩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可以

讓我體會到這個活動。將來，我期

望作一個有自律、責任感的領袖，

將我學到的知識運用在分隊裏教一

些小的隊員，幫助他們，教他們怎

樣做一個基督的跟隨者。

                                    -黃愛玲

 

我參加了GB一段時間，我感
到很開心，因為在這短短的

時間裏我學會一些我平時在

學校或家裏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製作蠟燭、做杯子蛋

糕，還和隊員一起玩了很多

小遊戲。

我希望將來在gb裏可以與隊
員多溝通，可以相處得更

好，更希望將來會有更多人

會參加。

                         -黃愛盈



b

雖然我參加了GB大家庭不久，
可在這短短的幾個月裏，我學

會了許多寶貴的知識，參與了

許多有趣的活動，留下許多美

好的回憶。

希望將來我能在GB認識更多新
朋友，繼續永過一段快樂的時

光。各位導師和隊員們，謝謝

你！

                             -曾凱彥

加入GB不足一年，能夠得到導
師的教導，真的很開心，雖然

因為疫情關係，我們今年一起

聚會不多，但已經有許多難忘

的經歷，尤其第一次穿上GB的
制服時，除了感受到自己已成

為GB一份子外，還多了一份責
任心，要在GB中好好學習，與
GB的朋友互相支持，由主耶穌
見證我們的成長。

                                 -沛橋

我參加GB已有兩年多的時間
了。雖然，我有時未能參加實

體gb活動，但是我每次出席GB
時，我十分珍惜與每位隊員的

共聚時刻，彼此共同進退。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製作蠟

燭，回家後我給家人看看我的

作品，他們都非常欣賞。此外

我最興奮的是遊戲時間，不論

贏或輸我們也會捧腹大笑，樂

在其中。

感謝主我可以參加GB成為其中
一份子讓我有機會認識許多新

朋友與他們共行和彼此學習。

期望我們能夠繼續在GB一起成
長認識主耶穌的教導。

                             -鄭恩美
 



外，我在2018年還參加了金徽
小領袖訓練，在這個訓練營裡

面我學會自律,學會服務社區，
幫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亦學

會了很多步操技巧。在過程中

難免會有些不愉快，但是次的

經歷將會成為我們成長的一

課。

隨著時間的過去，我成為了小

領袖，能夠在分隊裡面帶靈修

和詩歌，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會

很緊張和擔心，但後來就慢慢

適應了。

在這裡，我感恩可以識到一班

志同道合的隊員,能一同經歷，
一同分擔，一起成長。

                         -黃靜宜
 

GB78分隊十周年感言GB78分隊十周年感言

時光飛逝，原來我已經參加了

女基軍9年了。當初我有點抗
拒加入GB，但在朋友(婉兒)的
鼓勵下，我成功融入這個大家

庭。

加入GB後，我初時擔心因性格
內向而影響結識新朋友,但很感
恩這裡的導師和隊員很好，非

常愛護我，我們不但成為好

友，還像家人般相處。當我漸

漸地適應，慢慢變得外向，說

話的聲音也變大了。

正式成為GB隊員,當時的心情
是喜悅的,因為這是導師們對我
的肯定。在這裡,我透過參加活
動，學到不同的知識，令我增

廣見聞，大開眼界，還記得在

黑暗中的對話的活動中，我能

夠體驗到盲人的生活是多辛

苦，多艱難。另外，我們還參

加抱石運動，去東平洲海岸公

園考察，去GB一年一度的大會
操等,令我體會了很多。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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